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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章背后的故事
□通讯员 杨保川

———记北京城建二机电公司副总经济师崔文云
从普通预算员到“造价达人”

痴迷种植技术，师从国内著名专家
倪以亮院长在学生时期， 就一心痴迷口腔

种植技术。 师从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口腔种植中心主任宿玉成教授。 2013年到 2017
年，短短四年时间，先后拿到法律学硕士研究生
学位和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硕士
研究生学位。 2011年至 2016 年，先后多次赴德
国法兰克福 / 克隆、美国、澳大利亚、香港等国
家和地区研修种植牙技术。

“我决心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
完美，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救死扶伤，不辞
艰辛，执着追求，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
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 ”倪院长表示自从踏进
医学这扇大门以后， 就没有忘记过当初许下的
誓言，在专研临床技术的同时，始终想着如何把
尖端的设备、先进的技术惠及大众。

不忘誓言，引进资本服务一方
笔者：倪院长您好，听说过很多关于您在业

内的故事， 今天方便跟我们分享一些与资本合
作的故事吗？

倪以亮院长：前前后后，确实有过几次的资
本合作。 让大家印象最深刻的要数 2016年与奥
克斯医疗集团的合作。 当时奥克斯打算布局口
腔市场，提出了“五年内打造国内一流口腔连锁
机构”的目标，就邀请我出任奥克斯集团口腔事
业部总经理，从我医生的角度讲，还是很珍惜这
样的机会。在与奥克斯合作期间，也为不少患者
朋友解决了牙齿问题， 患者对我们的医疗服务
还是很认可的。只不过后期，双方出现了较大分
歧。 医疗服务与普通的商品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的，医疗最值钱的是技术，口碑是对技术最好的
认可，但是技术和口碑是需要积累的，急功近利
不成。这就让医生和资本形成了对立面，所以后
来想想，双方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

“愚公移山”，自掏腰包共建医生联合体
笔者： 就是因为经历了这样或那样的资本

运作经历， 才促成了您决心建立一家不同以往
的专科口腔医院吗？

倪以亮院长： 作为一名医生， 我是很庆幸
的。为了实现当年在医学院许下的誓言，在资本
市场摸爬滚打这么多年， 也积累了大量口腔诊
所运营管理的经验。 赢得这么多医生朋友的信
任和支持，放弃公立医院诱人的“铁饭碗”，毅然
加盟倪氏口腔，一起努力，在短短半年多，倪氏
口腔医院吸引了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
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大学口
腔医院、山东大学口腔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朝阳医院、 山西大学附属医院等十多位来
自知名口腔医院的专家加盟。

笔者：这么快就凝聚了这么多一流的医生，
倪氏口腔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倪以亮院长：倪氏口腔在建院之初，确立了
两个核心：第一，倪氏无痛极简种植牙技术，是
集体智慧的结晶， 集中了我们多位专家的智慧
和经验。首次将欧美的种植牙技术，医学前沿的
微创技术与我们过硬的疼痛学管控结合在一
起。再借助尖端的仪器做详细的数据分析，对每
一个植体的植入的位置、角度、深度，进行精确
到毫米级的方案设计， 是目前对牙龈伤害最小
的一种种植牙技术，具有创伤小、痛感低、恢复

快，成功率更高，长久坚固的特点。 每一次院内
开展直播活动， 前来参加活动的市民或缺牙者
会不约而同地问，“这么快就完成了？ ”第二，就
是对品质的把控。在倪氏口腔植的牙，我们一直
坚持终身维护。 因为我们与瑞士 ITI、 瑞典
NOBEL、 美国 3I 等品牌植体厂家保持直购关
系， 尤其是我们坚持种植牙技术的大范围公益
推广，这也符合他们的长远目标。所以倪氏口腔
的不同之处在于：技术精湛，品质过硬，而又坚
持低价。

笔者：听说倪氏口腔一直费用很低，是真的
吗，是怎么做到的？

倪以亮院长：（倪院长会心一笑）是啊，低价
惠民， 一直是我们的服务宗旨。 其实想做到实
惠，并不难。第一，医生联合办医，这里医生既是
老板也是员工， 患者不需要支付高昂的专家出
诊费。 就是每月我们实现收支平衡，每个员工就
实现了盈利。第二，我们没有铺天盖地的广告费
用， 通常一个诊所的广告支出要占到营收的
20%，这又节省下一笔开支。第三，我们基本在物
料上采取厂家直购的原则， 没有中间商环节的
支出。第四，我们的院内装潢不浮夸，不铺张；但
是很注意细节， 简约实用， 把每一笔钱花到实
用。 而我们的医生联合办院机制决定了我们从
来不强调利润最大化，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居民
再三对比后，还是回来找我们把牙给种上了。近
来一段时间，经常是手术一台接着一台，中午吃
饭的时间都是挤出来的。 具体想要了解种植牙
的问题，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 010-65301988。

无痛极简植牙受青睐，帮老人从“根”
上修复失牙

笔者：问一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听说您还
准备了缺失牙公益援助送给广大缺牙朋友，是
真的吗？

倪以亮院长：是的，为准备这次的专访，我
们做了充分的准备。 医院专门设立缺失牙专项
基金，为缺牙中老年人提供种植牙公益援助，在

原本低定价的基础上， 种植牙再优惠 3800 元 /
颗， 并为半口 / 全口缺失的市民提供专项基金
援助，最多可享受 9万元缺失牙援助。

笔者： 通过这次和倪以亮院长简短却深入
的访谈, 更进一步了解他的技术和对医德医术
的坚守， 也了解了这家致力于将高精尖的种植
牙与低价惠民政策联系在一起的倪氏口腔。 他
们的专业毋庸置疑, 所以您如果还有口腔方面
的 问 题 , 可 拨 打 倪 氏 口 腔 的 专 家 热 线
010-65301988咨询。 对于想约倪院长门诊看牙
的市民， 建议您提前拨打电话了解倪院长的出
诊安排。

“无痛极简·一口好牙”2018 京城缺牙老人援助行动，享 3800 元 / 颗补贴·得 9 万公益基金，帮助近百老人种好牙！

倪以亮
十余年种植牙手术经验。 师从著名

口腔种植专家宿玉成教授系统地学习
口腔种植牙技术至今，深得宿教授真传。
多次受邀参加国内外种植学术研究，获
得数次行业内重量级奖项， 迄今为止已
完成数百例 all-on-4 及无牙颌种植修
复， 积累了 10000 多颗种植牙的手术
量，成功率高达 99%以上。

硕士研究生学历
倪氏口腔院长
曾就职于北京口腔医
院
中华医学会疼痛学分
会 委员
北京口腔种植专业委
员会 委员
北京口腔医学会激光
专业委员会 委员
国际口腔种植学会（I-
TI）会员
中华口腔医学会（CSA）
会员
《中国口腔种植通讯》
执行主编
《口腔医学研究》编委
北京市朝阳区口腔质
控中心 秘书

倪以亮院长讲述了一位种植牙医生，
从公立医院到大型民营口腔机构，经历各
种起伏，最后成立口腔专科医院的人生经
历。专家面对面，亲自给您答疑解惑，一解
种 植 牙 的 秘 密 。 倪 院 长 专 线 ：
010-65301988

“缺失牙救星”———倪以亮院长
广告

80后的她入职北京城建16年
来，以心爱岗、以勤敬业，从一名
普通的预算员成长为企业的副总
经济师兼经营部部长。 2017年，凭
借丰富的造价知识和高超的实战
经验， 她被评为北京市首批十佳
“造价达人”。 她就是“操盘”工程
16年的北京城建二机电公司 “金
牌”预算员崔文云。

从学生到员工的历程

2002年7月， 从沈阳工业学
院管理工程专业毕业后， 择业时
她选择了从小就心仪向往的首都
北京， 在招聘会上当场与北京城
建二公司成功签约。

入职后的崔文云进工地、 下
现场， 毫不示弱。 作为一名预算
员 ， 她 开 始 从 机 电 安 装 工 程
图 上 的一个个代用符号入门学
起， 逐步深入到定额套用、 市场
价格对比、 分析合同履约条款、
寻找工程变更办理的窍门、 摸索
商务洽谈的技巧 ， 一步一个脚
印， 无声的汗水多少次点亮她加
班的夜色， 历经三个月的努力她
终于完成机电专业的识图学习。

经过６个月的自学加压 ， 她
考取预算员上岗证书， 精通机电
安装、 水、 电、 风专业的预算，
快速迈进独立完成机电预算工作
的大门。 一年后， 崔文云升任城

建二机电公司的经营部部长。 面
对新挑战与压力， 她勇于担当，
身兼数职， 开始承担机电公司对
内对外的所有经营预算、 结算的
重担。

从员工到人才的长成

十几年来， 崔文云把平凡的
岗位当作生命去珍惜呵护， 把预
算专业当成事业去追求， 她不断
地自我加压和提素 。 在工作之
余， 她苦读兼学了土建施工方面
的预算， 在全专业造价领域拓展
学习， 在这期间， 她光荣地加入

中国共产党。
2009年， 崔文云取得造价工

程师的执业资格， 同年， 她被提
为城建二机电公司副总经济师兼
经营部部长， 参与到公司经营的
全面管控与战略发展中， 一跃成
为企业的核心骨干人才， 被职工
们誉为工程预算经营的 “神算
子”。 十几年来， 她精心组织并
参与了国家大剧院 、 奥运村公
寓、 永旺国际商城等近百个机电
安装工程的预算、 结算任务， 积
累了丰富的专业经验和扎实的技
能功底。

她在主持机电经营工作期

间， 连续多年实现了企业审计盈
余 。 她手把手带出的十几个徒
弟， 都成为企业独当一面的预算
经营的行家里手。 这些年里， 崔
文云在北京的预算圈子里出了
名， 一些国企、 私企老板纷纷高
薪聘请她， 然而， 都被她一一婉
言谢绝了。

“我的青春与汗水， 追求与
梦想都与这个企业水乳交融， 密
不可分了。 城建， 就是我第二故
乡和一辈子的家园。 我深深地爱
着这个有着红色基因， 有着军旅
血脉的光荣企业。” 崔文云说。

从员工到专家的升华

十几年的风雨拼搏， 崔文云
在北京城建的大家庭里成家， 她
一心一意扑在工作和事业上， 舍
小家为企业， 加班加点奔赴在紧
张的一线， 已成为她的常态。

由于长年拼命的专业学习和
繁忙的经营工作， 2010年至2011
年两年期间， 崔文云曾经两次胎
停。 她和同在国企工作的爱人共
同面对， 振作好精神做出长远打
算。 出院后的她没有休息就立即
投入到繁重的工作中， 那三年中
她常常是揣着中药丸奔赴施工一
线。 2014年， 她终于诞下渴望已
久的小宝宝。

崔文云不仅是事业型、 学习

型的女强人， 经营工作上的 “狂
人”， 她更是一名情感丰富、 活
泼开朗的年青女工。 接任城建二
机电公司团支书一职， 她组织成
立了篮球队和足球队， 开展了丰
富多彩的文体活动， 她还成功介
绍了一对青年职工喜结连理 。
2012年7月， 她率领的青年突击
队参加了北京 “7·21” 房山抗洪
安置房抢建政治任务， 奋战七天
七夜， 由于她的出色表现， 同年
10月 ， 崔文云被企业推荐参加
“北京城建集团第十七期青干班”
三个月的脱产学习， 成为企业高
端人才的备选骨干。

凭着扎实的造价技能知识和
业务功底， 2017年10月， 崔文云
带领的 “城建梦之队” 代表北京
城建集团在 “第二届北京市建设
工程造价业务技能竞赛” 决赛中
赢得团队二等奖， 她也被评为北
京 市 首 批 十 佳 “造 价 达 人 ” 。
2018年3月， 北京建筑大学经济
与管理学院聘请她为工程造价学
科专家委员会委员， 参与了学院
的建设与学术研究活动。 2018年
4月， 她被北京市造价协会聘请
为北京市建设工程造价行业专家
委员会委员， 协助完成北京市造
价行业的管理工作。

从普通预算员到造价行业里
的专家， 女工崔文云用了16年艰
辛的努力与付出。


